
创造，堕落，救赎，恢复 

2021 年 9 月 5 日讲道, 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今天，我们开始婚姻系列讲道第一讲。 

我睿智的妻子建议，在我们查考上帝的话语对婚姻的教导之前，也许我可以先总体讲一讲

上帝整个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圣经》是一本厚重的书，分四个篇章讲述了一个宏伟的故事。 

 

上帝的故事的第一个篇章是创造。 

一开始，上帝从无创造万有。 

祂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园子里有很多食物。 

人们与上帝和睦相处。 

上帝所造的前两个人，即夫妻也可以和睦相处。 

 

但很快，邪恶进入世界。 

在英语中，我们称这第二个篇章为堕落。 

人类犯的第一个罪是反抗君王上帝。 

叛军与国王争战，也彼此相争。 

这就是为什么叛军不能继续留在上帝造的园子里，享受和平的国度。 

 

这个故事将迎来一个悲伤的结局， 但上帝有一个美善的计划。 

第三个篇章叫做救赎，或救恩。 

父上帝差遣子上帝降世为人，活出纯全的一生。 

祂承受了反叛上帝之人该受的惩罚，使我们这样的反叛分子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救赎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和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 

但我们已经不在园子里了。 

我们在这个古老而破碎的世界里过着新的生活。 

 

直到恢复。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时，我们带着盼望展望上帝故事中的第四个篇章。 



总有一天，耶稣会回来把我们带到天堂。 

在天堂里，将不再有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反叛。 

我们将永远在新天新地中，平安、喜乐地与上帝同住。 

 

这是故事的四个篇章。 

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了前两个篇章。 

然后，《新约》从耶稣基督的诞生开始。 

《新约》告诉我们关于第三个篇章和第四个篇章的事。 

总的来说，《圣经》讲述了上帝在整个宏大的故事中，一直在施行的拯救计划。 

 

今天的讲道，我想带你们快速过一遍上帝宏大的故事中的四个篇章。 

我们要看很多经文。 

因为上帝是这个故事的作者。 

祂可以比我讲得更好，祂是祂的话语来讲。 

 

在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来祷告吧？ 

圣灵，请打开我们的内心和头脑，让我们认识耶稣这永活的道。 

天父，我们要成为顺命，喜乐，多结果子的儿女。 

请用你的话，用圣灵的力量，使我们更像耶稣。 

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第一章：创造 

上帝宏大的故事从一个园子开始，以一座城结束。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两者中间，即园子和城之间。 

为了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需要回到起点。 

回到上帝造的园子。 

 

《创世记》1:1-3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上帝造了天上地上的万物。 

我们还看到，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 

圣灵上帝在那里。 

父上帝开口说话。 

子上帝是父上帝口中所出的永活的道。 

 

在第一天造出光后，上帝将天地分开。 

祂造就了天空、海洋和陆地。 

然后上帝让生物各从其类，充满天空、海洋和陆地。 

天空中是飞鸟。 

海洋中是鱼。 

陆地上的动植物。 

这是一个美善的计划。 

这是一个美丽的创造。 

接下来，上帝让人类享受祂的创造。 

 

《创世记》1:26-27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上帝让我们在很多方面像祂。 

当然，我们与上帝不是同等的。 

但我们是祂在世上的代表。 

我们就像活的雕像，提醒这个世界谁才是真正的造物主和国王。 

当上帝造我们时，祂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 

祂把祂形象的不同方面分别赋予男人和女人。 

男人和女人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 

 
 
 



《创世记》1:28-31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

作食物。 

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因为上帝以祂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祂跟我们分享了祂的一些品质。 

上帝是国王，但祂允许人们统治地球。 

亚当和夏娃有责任照顾园子，并为着美善的目的使用动物。 

 

上帝也允许我们分享祂的创造力。 

上帝造了两个人，然后祝福他们，让他们有能力繁衍更多的人。 

我们在第 29 节看到，这些植物有种子，所以它们可以繁殖。 

这些植物可以制造更多的植物来遍满地面。 

上帝也把同样的能力放在男人和女人上。 

但是男人和女人不像植物和动物那样繁殖。 

人类的生殖与关系有关。 

上帝因着爱造了这个世界。 

上帝与亚当和夏娃有着美好、开放、充满爱意的关系。 

当男人和女人因着爱走到一起时，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用更多上帝的形象来填满这个世界。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处跟创造篇章有关的经文。 

 

《创世记》2:8-9 

8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

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在花园里，亚当和夏娃有很多食物。 

他们幸福，安全。 

一切都是该有的样子。 

每个人都在该在的地方。 

直到发生了堕落。 

 

第 2 章：堕落 

《创世记》3:1-5 

1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

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3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邪恶通过叛乱进入世界。 

撒旦是一个不想跟随上帝的天使，所以牠离开了天堂，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 

撒旦也希望这些新造的人加入牠。 

撒旦来到园子里招募亚当和夏娃，用谎言跟他们说话。 

撒旦想像上帝一样。 

在第 5 节中，牠向亚当和夏娃保证，如果他们不顺服上帝并吃那果子，就可以像上帝一

样。 

 

《创世记》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

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注意第 6 节中的悦人的眼目和可喜爱的。 

在创造时，上帝给了祂的百姓他们所能渴望的一切。 

他们有一个富饶悦人的园子和整个世界可享受，探索，繁衍后代。 



但是罪把我们的心集中在我们没有的东西上。 

罪让我们想要那被禁止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是反叛分子， 

就像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一样。 

“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是每个人心底的声音。 

现在让我们看看上帝如何惩罚人的叛乱。 

 

《创世记》3:17-19 

17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

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18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19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

土。” 

 

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果子后，他们一切的关系都受到了损害。 

这些反叛分子想成为国王和王后，所以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被破坏了。 

上帝赋予他们统治地球的权力，但现在他们经历到了与地球的冲突。 

工作变得困难。 

疾病和灾害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和生命。 

罪也破坏了亚当和夏娃与他们孩子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一个儿子会谋杀自己的兄弟 

我们在《新约》《罗马书》中看到了人类的罪腐蚀我们的生活的可怕画面。 

 

《罗马书》1:28-32 

28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29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30 

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

母的、 

31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这是个坏消息 

今天清醒和留心观察的人都知道，破碎无处不在。 

它影响了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看到的所有苦难都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描述的对上帝的反抗的

结果。 

当受造物破坏他们与造物主的关系时，万物和每一个人都破碎了。 

 

谁能结束这一切的痛苦？ 

谁能修复所有这些破碎？ 

只有真神上帝跟自己的关系没有破碎。 

三个完美的位格，在完美的相交中合一，我们称之为三位一体。 

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计划，以确保上帝的故事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篇章。 

 

第三个篇章：救赎 

《马太福音》3:13-16 

16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彷佛鸽子降下 ，落在

他身上。 

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三一真神的所有三个位格都在做工。 

他们在那里创造。 

这时他们正一起努力带来救赎。 

救赎来自”赎回”这个词。 

赎回意味着回购，或修复损坏的东西。 

那是耶稣的使命。 

父上帝在第 17 节中说祂“喜悦”圣子耶稣。 

让我们看看父上帝为何喜悦主耶稣。 

 

《马太福音》4:1-4 



1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2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3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一个篇章中的另外一个角色。 

撒旦带着谎言和诱惑回来了。 

牠希望更多的反叛分子加入牠的事业。 

如果牠能让上帝的儿子加入牠， 那么撒旦将拥有很大的力量。 

但撒旦不能影响耶稣。 

耶稣用上帝的话语回应撒旦的诱惑。 

耶稣并不易受撒旦的谎言伤害，因为祂与父上帝和圣灵上帝有着安全、没有破碎、完美的

关系。 

 

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一起制定计划，修复一切的破碎。 

把我们从罪和死中救赎出来。 

但要做到这一点，圣子耶稣将不得不以反叛分子的身份死去，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永生。 

 

《彼得前书》3:18 

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

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因为耶稣过了纯全的一生，祂的牺牲足以为我们所有的罪付出代价。 

祂曾一次为我们的罪受苦。 

公义的救主为你我这样不义的反叛分子而死。 

祂被处死，这样我们才能活着。 

 

《罗马书》8:1-2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撒旦继续对我们说谎。 



牠希望我们感到被定罪，相信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已经破裂。 

但是像耶稣一样，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经文中被上帝的话语坚固。 

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赦罪，并相信祂的死足以支付你罪的赎价，那么你就被释放得自由了。 

这是好消息！你相信吗？ 

你明白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吗？ 

看看上帝对每一个相信耶稣并称祂为王之人所承诺的自由： 

 

《歌罗西书》1:13-14 

1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14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救赎。 

那是第三个篇章 

上帝把祂的百姓从罪的奴役中赎买回来。 

祂把像我们这样的反叛分子从我们王国的黑暗中拯救出来。 

现在我们作为子上帝国度的公民而活。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现在恢复了。 

它是健康的，就像回到了第一个篇章的园子里那样。 

 

《哥林多后书》5:17-21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

理托付了我们。 

20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你在第 17 节看到创造这个词了吗？ 

上帝用来给亚当注入生命的那力量，就是祂用来赋予我们新生命的力量。 

当我们通过耶稣与上帝和解时，我们的灵魂就重生了。 

 



但世界仍然是破碎的。 

我们现在生活在园子和城之间。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得到了修复，但我们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关系仍然是破碎的。 

我们互相争斗。 

我们经历了战争、犯罪、疾病和自然灾害。 

 

但我们有盼望。 

作为使人和好的使者，我们是上帝的大使，要带给人盼望。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使命是爱上帝，彼此相爱，带领许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到最后一个篇章

，在那里我们将一起永永远远活在天堂里。 

 

第四个篇章章：恢复 

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中，使徒约翰讲了耶稣再来，把所有信徒带回天父的天堂之后会

发生的事。 

 

《启示录》21:1-6 

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

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4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

去了。” 

5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

实的。” 

6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这难道不会带给你盼望吗？ 



在一个充满死亡、哭泣和痛苦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盼望。 

你在第三节看到天堂里没有死亡、哭泣或痛苦的原因了吗？ 

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 

祂会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将成为祂的百姓，上帝自己也会和他们同在。 

 

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有平安，因为他们活在与上帝健康的关系中。 

与上帝的健康关系意味着其他所有的关系也是健康的，包括与其他人和受造物的关系。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一切都被破碎了，因为与上帝的关系破碎了。 

但在天堂，一切破碎的都会被修复，因为与上帝的关系将永远被修复。 

 

《启示录》 22:1-5 

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3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4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5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 

 

约翰描述了上帝之城，所有蒙救赎的上帝的百姓都将永远生活在那里。 

在那城里，我们看到了“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 

第一个篇章中的园子里的河流和生命树在第四章的城里又回来了。 

上帝宏大的故事从生命到死亡，再到盼望，然后又回到生命。 

 

我知道我必须迅速讲一下四个篇章。 

但这是理解圣经的好方法，所以我们将来会再看看这个模型。 

我希望你今天受到鼓励。 

我希望你看到上帝如何在我们与祂的关系因着耶稣得到修复时，来修复我们跟彼此的关系

。 

我希望你在听到祂拯救你，要让你永远与祂同住的计划后，能多爱耶稣一点。 

 
 



请和我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对天堂的描绘，这帮助我们继续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 

耶稣，我们想成为带给人盼望的使者，告诉别人福音的好消息。 

圣灵，请让我们充满勇气和力量去爱上帝，爱别人，在园子和城之间的这段道路上顺服前

行。 

直到你把我们带回家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